
最近，长江白鲟灭绝的新闻引发社会广
泛关注。渔业资源、水域生态修复这些以往
听起来晦涩、专业的词汇也进入人们日常讨
论中。许多人不知道的是，野生大黄鱼这种
许多人家庭偏爱的鱼类，也同样面临生态资
源修复的问题。

大黄鱼曾经是东海最重要的渔业资源，
但是由于过度捕捞、盲目捕捞以及种群结构
退化等问题，东海野生大黄鱼生态资源遭到
严重破坏。到上世纪80年代，这个曾经在我
国最受欢迎的鱼类在数量上已经岌岌可危。

东海野生大黄鱼还能不能吃到？成为了
许多民众追问的话题。

“大黄鱼位列中国四大海产之首，是中
国最著名的海洋经济鱼类，产量曾长期处在
万吨以上，是以前百姓餐桌上常见的美味佳
肴，我们这代人有责任和义务将它修复起
来。”浙江海洋大学党委书记、国际欧亚科学
院院士严小军说。

从难处着手，恢复野生大黄鱼资源

为了加快东海野生大黄鱼生态资源重
建，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2019年，浙江省
科技厅农村处推出了两个浙江省重点研发
计划，其中一个项目的目标定得很明确，三
年东海野生大黄鱼资源恢复到 1000吨。严
小军和他的同事们接过了这一重担。

大黄鱼是一种多年生鱼类，鱼龄较长，
生态资源的修复难度较大。浙江省农业农村
厅朱华潭督查专员表示，浙江省2013年启动
了东海渔场修复振兴计划，经过多年努力，
收到了一些效果。但大黄鱼的生态资源恢复
效果不明显，正因为如此，东海野生大黄鱼
生态资源恢复项目意义特别重大。由于项目
难度非常大、指标特别高，三年能否如期完
成，他表示担忧。

渔业资源生态修复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中国科学院大学海洋学院院长、国际欧亚科
学院院士孙松教授认为，目前对大黄鱼的全
生活史、洄游机理、生物习性等研究还不深
入，原有的自然栖息地是否还适应大黄鱼的
生存，这些问题都有待科学家们去研究，需要的前期工作量非常大。

野化训练，这里的“门道”真不少
传统东海大黄鱼资源量非常少，偶尔被捕到成体野生大黄鱼都会

成为网络新闻。唯一的好消息是人工繁育技术已经成熟，每年的增殖放
流也一直在进行。但是，大黄鱼的游泳能力并不强，投放鱼苗后，在自然
海域能否捕到食物，自己又能否逃脱其它鱼类的捕食？上海海洋大学吕
为群教授表示，自己并不乐观。正因为如此，大黄鱼的野化训练被提上
了日程。

严小军表示，在研究了大黄鱼在东海的活动区域后，团队选择了中
街山列岛附近海域作为野化训练基地。他表示，野化训练采取从纯人工
到纯野生的逐渐过渡方法，是项目组为提高增殖放流大黄鱼生存能力
的一个重要创举。

为此，项目组研发了一款专用的大型可降解网具。在鱼苗投入海区
后，先在网具内生活，定时投喂足够食物，网具能有效保护投入海区初
期大黄鱼避免被大型鱼类捕食，自然的海况也将提升他们的游泳、捕食
能力。合理设计的网眼尺寸也能保证一些小型鱼类进入，补充食物来
源。该网具具备自然降解能力，在3—5个月内完成降解，网具的降解周
期，刚好与大黄鱼在该海域生活的周期吻合，确保了投放的大黄鱼能够
融入野生大黄鱼的队伍。

重建生态，以创新思维破题

大黄鱼自然资源衰退几十年了，新的生态平衡已经建立。突然投放
这么多大黄鱼进入自然海域，生态环境是否能支撑？按照目前增殖放流
技术，放流存活率在1%左右，按1000吨产量计算，需要投放2000万—2
亿尾大黄鱼幼鱼。由此需要投入的巨大经费如何解决？大黄鱼洄游习性
等基础研究长期比较薄弱，以此为基础的后续工作如何进行？

对此，严小军表示，东海野生大黄鱼资源恢复项目是浙江省科技厅
历史上资助金额最大的项目之一，它为社会各界提出了一个创新的思
路。以此为引领，可以引发社会各界关注海洋、关注东海渔业资源。

跳出野生大黄鱼，科学家们把眼光放在了东海渔业资源的生态重
建上——以野生大黄鱼为典型种类创建东海渔业资源的示范性重建。
通过智能装备与关键技术的集成应用，突破群体野化训练与季节性定
居化两项技术，重建野生群体种质资源与栖息地，创新野化训练与集聚
化的智能技术系统，重新确立洄游路线与机制，重新估算食物链结构与
生态承载力，重新建立新型生产方式：形成养—钓—捕新型生产方式，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式全海域海洋牧场。

孙松认为，我国渔业产业发展已经进入瓶颈期。近海养殖业受可用
空间、环境污染等问题限制，发展空间几近饱和。近海的捕捞产量也很难
再有大幅提升的空间。将深海养殖和大型海洋牧场建设结合起来，不仅
经济价值大，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更大，有典型的示范意义。

摘自《科技日报》

日前从上海市水务局获悉，去年上海超额完成劣Ⅴ类
水体比例控制在 12%的年度目标任务。截至目前，劣Ⅴ类
水体比例为 8%。从全市 259个主要考核断面的水质状况
看，优于Ⅱ类水的断面比例已超过四成，劣Ⅴ类断面还剩
最后两个，距离2020年消除劣Ⅴ类水体的目标更近一步。

这些成绩得益于上海市多措并举持续推进水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全市水质提升显著，碧水保卫战初见成效。

对症下药 科学治水
深冬的清晨，闵行区虹桥镇高门泾岸边的亲水平台

上，不少市民正在晨练。阳光照射在河面上，波光粼粼，河
道底部一片片“水下森林”清晰可见，不时有鱼儿穿梭
其中。

而就在去年年初，这条美丽的河道还戴着“劣Ⅴ类”
的帽子。

虹桥镇有关负责人表示，河道水环境治理十分复杂，
没摸透症结就“下药”，收效甚微；即使短期内有一定效
果，水质很快出现反复，导致“反复治、治反复”。

高门泾就是如此。周边 3个小区、两个商务园区的雨
污混接排口在 2018年 9月就已整改，可此后水质一直有
波动，个别指标曾退步到劣Ⅴ类。

经过反复排摸，虹桥镇发现高门泾的症结在于水动
力不足，进入河道的富营养物质排不出去。同时，也没有
形成稳定的循环生态，几乎没有自净能力。内外的双重问
题导致了高门泾在几次三番的大力气整治之后，总是被

“打回原形”。
抓住症结，才能对症下药，但具体用什么“药”，即用

何种手段恢复河道的自净生态，也大有讲究。
从 2018年底至今，高门泾先后两次大规模投放食藻

虫，它们吃掉藻类、有机颗粒和悬浮物，同时产生弱酸性
排泄物，抑制藻类生长，河水透明度逐渐恢复。

等到有充足光照进入水底，再种植沉水植物，由它们
吸收水中过多的富营养物质，茁壮生长。去年夏天，高门
泾河底长出1万多平方米的“水下森林”，成了水生昆虫和
底栖生物的乐园，河道恢复了自净能力。

高门泾的“逆袭”，是上海致力于对症下药、科学治水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上海对全市劣Ⅴ类水体进行“一河
一策”方案编制，采用具有针对性的科学治理手段，全力

“摘帽”，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

公众参与 开门治水
河道治理需要有效的科学手段，更离不开两岸的居民。

上海开拓治水思路，广泛试点群防共治，充分借助外脑外
力，让民间河长和志愿者成为消除河道污染的中坚力量。

如今，每天在虹桥26号河的岸边散步，已成为张汉培
的习惯。

68岁的他，是崇明区建设镇虹桥村的一名民间河长。
河底的垃圾和淤泥，便是他和村里其他老伙计们在去年
冬天一起下河，一担担挑出来的。

问起为何亲自下河，老张果断答道：“有感情。”本来
这条村沟是村民重要的取水来源，但上世纪 90年代通了
自来水后，河道功能迅速退化，最终沦为排污池，河边沦
为堆物场，加之水动力不足，没有自净功能，逐渐变得常
年黑臭。

老张感慨地说，他想给后代留下一个好环境，让村里
的晚生后辈都能喜爱、思念这里，而非避之不及，所以就
和村民一起干了起来，为河道治理出一份力。

消除劣Ⅴ类水是一场持久战，除了参加水体治理，更
多民间河长还在河道巡查、养护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穿过金山区卫镇星火村的大潮江长约 1.2公里，目前
水质已稳定在Ⅳ类，但民间河长张静忠仍坚持每天往河
边跑，看到在河边养鸡鸭或者往水里扔垃圾的人，他总忍
不住走上去劝阻。

大潮江岸边原来有一片荒地，村民用来种菜，一些肥
料堆在河边，平时浇水施肥或遇上下雨天，污染物会直接
流到河里。

“河道重回清澈，很不容易，我们要守住。”张静忠和
其他村干部跑去一家家谈心，告诉村民们要“舍小利，换
来更好生活”。没过几天，荒地上少了丢垃圾的人影，不久
后还改建成了健身广场。

依靠群众，让他们成为河道治理的主力，这样做是基
于实际情况的考量。金山区水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水质
曾是劣Ⅴ类的金山区河道中，村级河道占了多数，这些被
污染的小河道都有一个共同点：分布在田间地头、宅前屋
后，依托大型机械设备进行治理难度很大。因此，不如换
个思路，发动两岸群众，从我做起。

目前，金山区共有 130多位民间河长，他们对河道情
况熟悉，有感情，责任感强，胜任巡查员、宣传员、参谋员、
联络员等多种角色。

数据显示，金山区劣Ⅴ类河道占比曾超过 32%，而在
民间河长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参与下，2019年全区已完成
729条劣Ⅴ类水体的整治，提前一年完成任务。

不分彼此 协同治水
最近，青浦区诸光路桥附近发生了“奇怪”的一幕：两

艘保洁船在小涞港北段清捞水面垃圾，但船上的保洁员
“制服”并不统一，有的穿蓝色制服，有的穿橙色制服。

经了解，原来这些保洁员分别来自闵行区和青浦区。
“因为它是两区的界河。”闵行区水务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河道是流域性的，“自扫家门雪”式的治理，只是头
疼医头脚疼医脚，无法从根本上确保长治久清。

拿小涞港举例，如果两个区不能齐心协力，很容易发
生“两个区都能管却都管不好”的问题。与其斤斤计较，不
如两个区都跨前一步，共同派遣力量保障河道的长治久
清。除了联动，两区还自我加压，携手移除了小涞港北段
沿线的一些达标排污口，将达标排放的污水纳入上海市
政污水管网排放。

这样不分彼此的协同治理，还在浦东、闵行两区的交
界处发生。百曲港长不足 400米，却被闵行区浦江镇和浦
东新区康桥镇夹在当中，由于河道南段东岸一栋企业宿
舍楼长期侵占河道并排污，导致河道水质不断恶化，沿岸
居民夏天怕臭，从不敢开窗。

去年，借助两区建立的联合治水会商机制，界河百曲
港的污染问题被放到了台面上，两区开诚布公，下定决心
联手治污。

浦东新区动用各方力量，协调企业宿舍楼的拆迁及
居民安置工作；闵行区则承包了整条河道包括疏浚、绿化
等项目在内的所有工程，甚至出于安全考虑，还主动给浦
东新区的沿岸“赠送”了加固工程，更考虑到不同建筑的
需求，设计了多达4种风格的护岸。

整个治理工程已在去年 11月落下帷幕，来自两区岸
边的居民都不约而同地向对岸竖起了大拇指。百曲港终
于重获新生，目前水质已经优化到了Ⅳ类。

摘自《中国环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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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日前表示，2019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超过120万辆，新能源汽车长期向
好的发展态势没有改变。

苗圩是在日前于京举行的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2020）上作出上述表述的。他表示，中国汽车产业
发展进入了调整期，机遇与挑战并存。2019年，受宏观经济压力较大、国五燃油车降价挤出效应、相关支持
政策退坡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出现下滑，但全年产销仍超过120万辆，保持全球领
先地位。 摘自人民网

去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逾120万辆

从 13日闭幕的 2020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会议上获悉：2019年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
关键进展，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持续减少，未
达标城市细颗粒物（PM2.5）浓度继续下降，生
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蓝天保卫战是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中之
重。保障大气环境质量方面，持续实施重点区域
秋冬季攻坚行动，继续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
取暖，开展煤电机组、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推
进工业炉窑、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大力
推进“公转铁”，严厉打击非法黑加油站点和劣质
油品。强化重污染天气应对。蓝天保卫战重点区
域强化监督定点帮扶，交办涉气问题6.5万个。

碧水保卫战方面，基本完成 899个县级水
源地3626个问题环境整治任务。全国地级及以
上城市2899个黑臭水体消除2513个。全面完成
长江流域入河、环渤海入海排污口排查。推进长
江“三磷”专项排查整治。完成2.5万个建制村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

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方面，完成农用地土
壤污染状况详查，坚定不移禁止洋垃圾入境，全
国固体废物实际进口量同比减少 40.4%，启动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清废行动 2019”发现的
1254个问题中，1163个完成整改。

会上同时获悉：对上海等6个省份和2家中
央企业开展的第二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保例行
督察，受理转办群众举报问题1.89万件，已办结
或基本办结 1.6万件；全国实施行政处罚案件
16.29万件，罚款金额 119.18亿元；中央财政安
排 532亿元环保专项资金，支持各地加强污染
治理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第二次全国污染源
普查基本完成。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
规划的收官之年，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
胜之年。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表示，2020年
要确保实现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坚持
方向不变、力度不减，打好打胜污染防治攻
坚战。

摘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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